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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蹭网农民工”的情感需要
上海某工地上，河南人葛远征被称作“老

葛”，几乎没人知道他的全名。前段时间，劳累
了一天的老葛照常去地铁站蹭免费Wi-Fi跟家
里人视频通话，被人拍下视频传上网络。据1月
15日《新京报》报道，在葛远征所在的工地上，像
他这样去地铁站“蹭网”的农民工还有不少。

农民工也有精神诉求与情感需要，“蹭网
农民工”不过是以一种更显性的方式将这种需
求呈现出来。许多人被其打动，就在于他触动
了人们内心深处关于家庭和亲情的柔软地带。

小小的手机屏幕，犹如一根纽带，一头连着城
市，一头连着乡村。农民工的精神家园除了需要亲
情互动，还需要更丰富的业余活动，以及被尊重、被
认同。这是诸多人努力的方向。文 /杨朝清

别让短视频成了诈骗天堂
“诈骗分子太狡猾了,通过短视频发虚假信

息骗我加微信,然后以各种理由骗我的钱。”说
起前不久因为刷短视频而遭遇网络诈骗,厦门
市民张女士十分气愤。去年下半年以来,借由
短视频平台实施的网络诈骗犯罪行为屡屡发
生,全国多地公安机关已多次发出警示通报。

骗子之所以能够一直得手，是因为他们也
会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创造出新的诈骗题材
和手段来诱人上钩。最近骗子们就蹭上了短
视频这个流行新热点。

短视频具有其他网络平台不可替代的传
播和沟通优势。短视频可谓有图有音有真相，
它的迷惑性更强，更容易让受害人信以为真，
而且短视频传播很快，受众很广，骗子们得手
的几率倍增。于是短视频成了时下骗子们热
衷的诈骗新阵地，他们根据短视频的特点和用
户的心理，开发出了诸多诈骗新花样，让人防
不胜防，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

绝不能让互联网、短视频成为骗子肆虐的新
乐土。首先需要网友自己擦亮眼睛，特别是在遇
到“天上掉馅饼”的诱饵时更应三思，不能轻易向
陌生人泄露自己的账户、手机等隐私信息，更不能
随意告之密码、验证码、银行卡号等关键安全信
息，这样才能让骗子下不了手、骗不走钱。

其次需要各网络平台尽到审核和举报义
务。加强对各种涉诈骗信息的排查清理，及时
发现、及时清理，该封号就封号，同时视情形向
警方举报和提供相关线索，绝不能让骗子四处
行骗，毫无顾忌，然后得手后就跑，换个马甲又
重新来骗。 文/徐建辉

近日，19岁大二女生夏某被推进手术
室进行隆鼻手术。手术原本应在4小时左
右结束，家属却在7小时后得到通知，夏某
因救治无效死亡。

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夏某之死的讨
论中，有一些声音认为夏某贪图虚荣害死
了自己。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刻薄，一方
面，爱美无罪，日益普遍的整容，并没有太
多值得贬低的地方；另一方面，如果将视
线落在“整容好不好”的命题本身，则很容
易造成话题失焦。

实际上，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医院的
系列操作不当，才是致人死亡的直接缘
由。首先，夏某在进入手术室前，经过了
涉事方利美康整形医院的术前检查，一切

正常。死亡的事实说明，要么是术前检查
徒具形式意义，要么是手术途中出现医疗
事故。无论哪种情况，整形医院都难逃干
系。

此次事件最值得质问的，还有整形医
院在手术出现问题后为掩人耳目采取的
一系列做法。面对焦急等待的家长，整形
医院一边用谎言安抚，隐瞒手术失败的事
实；一边偷偷把夏某转移到贵阳医学院抢
救，甚至谎称其家属都在外省。而事实上
根据贵阳医学院的录音，夏某在转移急救
时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换句话说，夏某
此前就死在了整形医院的手术台上。

问题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利美康
整形医院和贵阳医学院距离相当近，地图

显示，步行只需要十几分钟。整形医院在
夏某出现异常体征后，完全可以及时送医
抢救，而非将精力花在如何向家属隐瞒
上，并且抱侥幸心理，在不具备应急抢救
能力、资质的前提下，试图以一己之力实
施抢救。可以说，正是这种无视风险、漠
视生命的应急操作，害死了夏某。讽刺的
是，利美康整形医院的事后声明中，一方
面强调“从未推卸责任”，一方面表示“坚
决打击医闹”。

如今，整容乱象又吞噬了一个少女。
个案层面，手术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整容医院背后还有多少违规操作，需要一
个详尽的调查，以真相告慰逝者。跳出个
案，系统清理行业乱象刻不容缓。

1月14日，山东枣庄滕州街头多名女
员工跪地爬行，一名男子举旗在前面带
路。据了解，参与者为当地一家企业的员
工，因未完成年底业绩任务而跪地爬行。
随后民警制止了爬行行为，对组织者进行
批评教育，并责令该公司停业整顿。（1月
15日《齐鲁晚报》）

近年来，各种奇葩的“企业文化”和考
核方式不胜枚举，除让员工在大庭广众之
下跪地爬行之外，还有让员工互扇耳光
的，让员工裸奔的。遗憾的是，这些公司
或企业不仅没有意识到错误，反而美其名
曰为培养、锻炼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打
造所谓的狼性文化。

一般来说，“狼性文化”主要指带有野
性的拼搏精神，需要永无止境，不屈不挠
地拼搏和探索。此类文化虽然有些极端，
但只要不侵犯员工的人格尊严等基本权
利，并未被法律所严格禁止。但是，让未
完成业绩任务的员工当众跪地爬行，恐怕
就不是所谓的“狼性文化”了，而是赤裸裸
的违法，并涉嫌侵犯公序良俗。

法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在法律上是
平等的，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他人之上，强
迫他人做出有辱人格的事情。即便是企
业、单位的管理层，也不享有对员工的绝对
控制权。且管理层所享有的绩效考核、请
销假、考勤、奖金发放等管理权也应受到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的制约。尤其是，一些惩
戒事项不得侵犯员工基本权利，并应经职
工大会讨论通过。如不能擅自以迟到为由
罚款，不能强迫员工加班。举轻以明重，企
业有什么理由让员工跪地爬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让员工当众跪地
爬行的考核行为，如果情节严重的话，就构
成了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应承担治安管理处
罚责任。因此，无论是劳动监察部门还是公
安部门，都不该对此类“狼性文化”视而不
见，而应及时查处惩戒这种无赖管理行为，
并鼓励员工敢于拒绝这种无理要求，勇于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及时向有关部门投
诉举报，确保不被随意欺负和压榨。

17 种抗癌药经谈判平均降 56.7%，25
种药品在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11个
试点城市平均降52%，其中有的药品降幅
达96%……近期，一些药品大幅降价，给老
百姓带来更多获得感。

针对药品价格虚高的情况，去年 10
月、12 月，通过谈判议价、规模“团购”药
品，昂贵的抗癌药、原研药价格回落，越来
越多的患者买得起药、用得起药。同时，
降药价的过程，也是在挤出药价“水分”、
封堵回扣空间。可以说，国家力促药品大
幅降价，节省了成百上千亿元药费，办成
了民生实事。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把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
保”。这对老百姓来说，是重大利好消
息。也应看到，药价下降、进医保只是一

个方面，还应降低看病总费用，包括药费、
检查化验费、耗材费等。否则，即便药费
降了，如果其他费用高了、看病总费用没
有实质降低，就会抵销药价下降的红利，
影响群众获得感。近年来，我国卫生总费
用占GDP的比重不断提升，各级政府对卫
生的投入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人均门诊
费用、住院费用等也在上涨。降低看病费
用的现实需求，已是十分迫切。

药价下降，看病费用却不一定下降，
这个怪现象的背后，还是以药补医机制在
作祟。近几年，我国在所有公立医院取消
了药品加成，但这并不意味着彻底告别了
以药补医的逻辑。少了药品加成收入，医
院可以增加其他业务收入，比如提高检查
费、耗材费，多使用耗材、多做检查等。在
某种意义上，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以药补

医。事实上，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
象在一些医院并不鲜见。由于医疗信息
不对称，医生在引导患者需求中占有主导
地位，患者较难察觉是否多做了检查、多
用了耗材；又因为医保不断提高的报销水
平，患者并没有觉得多花了钱。然而，医
保的钱是百姓的救命钱，医保基金也不应
被浪费。

需要强调的是，降费用的本质是回归
合理用药、合理诊疗，并不是要一味压低
费用。一刀切固然简单，比如设置单张处
方费用限额，但“副作用”也多，容易出现

“中间降了两头翘了”等现象。日益进入
深水区的中国改革，常常面临着类似的复
杂局面。只有多方协同配合、联动发力，
才能撬动改革“绊脚石”，最终实现多赢，
让百姓受益。

最近，有两条消息引发关注。一则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5起
恶意举报典型案例，不仅为受到不实举报
的干部澄清正名，还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恶
意举报者、点名道姓予以曝光；另一则是，
云南省纪委、省监委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蒙自市召开“不实举报澄清了结反馈
会”，首次为厅级领导干部澄清正名、消除
顾虑。及时的澄清、负责的行动，体现了
纪检监察机关履职担当，也激励着广大干
部敢担当、有作为。

举报如同一把利剑，对于惩防腐败、
维护法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
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的
基础性工作,信访举报不仅是纪检监察机
关获取信息和案件线索的重要来源，也是
公众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
重要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正因我们着
力畅通监督渠道、不断优化举报程序，一
大批问题线索得以浮出水面，一系列大案
要案得以一查到底，激发了强有力的威慑
效应，推动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胜利。

然而，举报不等于诬告，反映问题不
等于恶意构陷。现实中，诬告陷害、恶意
举报等行为并不鲜见。或是囿于一己之
私，或是出于报复心理，或是有意“把水搅
浑”，一些人利用举报做文章，别有用心散
布政治谣言，添油加醋编造虚假情节，在

别人背后“打黑枪”“使绊子”。更有甚者，
干脆直接捏造事实、伪造材料，极尽恣意
抹黑之能事，黑白颠倒、罔顾是非。类似
行为，不仅占用了信访举报资源，增加了
纪检监察机关的甄别、调查成本，更污染
了政治生态、败坏了官场风气，让好干部
蒙冤受屈、名誉受损，极大损害了干部队
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正因如此，恶意举
报的危害绝不容小觑，亟待通过更及时的
干预、更有力的举措，还受诬干部以清白，
让诬告者受到严肃惩处。

应当看到，相较于调查真相、辟谣澄
清，恶意举报的成本往往很低。举报者写
一封告状信，即可“花上八毛钱，折腾你一
年”。虽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但承受着纪
委监委调查、他人指指点点，心理素质再
好的干部也难免会消解闯劲和锐气。特
别是在少数地方，有的领导习惯于对类似
情况“冷处理”、息事宁人，反倒助长了恶
意举报者的不良倾向。长此以往，只会强
化“逆向激励”。

其实，对于诬告陷害行为，刑法、监察
法都作出了相应处理规定。而细览党内
法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明确指出，“对受到诽谤、诬告、严
重失实举报的党员，党组织要及时为其澄
清和正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也补充完善了针对“政治品行恶

劣，匿名诬告，有意陷害或者制造其他谣
言”行为的处分规定。这些都要求我们，
既要让别有用心者付出代价，也要及时为
干部澄清正名。

权力监督的目的是保证公权力正确
行使，更好促进干部履职尽责、干事创
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注意保护那些
敢于负责、敢于担当作为的干部，对那些
受到诬告陷害的干部要及时予以澄清，形
成激浊扬清、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
态”。对纪检监察机关来说，有问题的干
部绝不能放过，没有问题的干部也不能耽
误；严肃查处违法违纪问题是担当，及时
澄清正名也是担当。要善于营造干事创
业的氛围，及时为受到污蔑陷害的党员干
部“撑腰”，为他们澄清正名、消除负面影
响，让他们消除顾虑、轻装上阵。严管与
厚爱相结合，才能更好激励广大干部在新
时代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

“让我放下了思想包袱、消除了思想
顾虑，让我倍感组织的力量、倍感关怀和
温暖。”面对恶意举报，在纪委监委迅速
查清事实、澄清了结之后，一名领导干部
如此感慨。真诚的感怀，刻印着对组织
的信任。扶正祛邪、激浊扬清，树立为担
当者担当的鲜明导向，好干部自会免于
困扰、奋力追梦，凝聚干事创业的强大正
能量。

激浊扬清，让干部敢担当有作为

整容少女之死暴露行业乱象

给“低头族”开罚单开了个好头
“你好，刚刚你拿着手机边看边过斑马线，

根据《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行人横穿道
路时低头看手机要处以10元的处罚。”1月14
日上午9点24分，在浙江温州市区学院路口，交
警对斑马线上的“低头族”市民胡女士现场开具
了处罚罚单。这也是《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
例》今年元旦开始实施后，行人在斑马线上看手
机被处罚的首张罚单。

这些年来，一直有关于立法规范“低头族”
的呼声。地方立法的空间相对有限，有的时候
可能还达不到舆论希望的“沉重痛感”，但要看
到，这代表着一个趋势。只要“低头族”问题不
能得到有效解决，那么对“低头族”普遍立法就
会成为一种必然。温州开出的这张十元罚单，
或许不会给一些人带来实实在在的痛感，未必
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如果“低头族”带来
的安全风险始终得不到解决，那么普遍入法也
就是尽早的问题。有着温州开的这个头，不排
除其他城市也在抓紧调研，准备推动地方立
法。 文/毛建国

让员工跪地爬行是什么“企业文化”

药价降了，配套改革得抓紧


